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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波到资阳调研督导

加快推进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

本报讯（记者 黄建伟）11月14日，
市政协举行“崇学讲堂”第二期专题讲
座，并组织视察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建设进展情况。市政协主席陈莉萍，
市政协副主席陈绍华、俞文祥、张光禄
出席讲座并参加视察活动。

上午，与会人员听取了成都市
政协副主席郝康理所作的题为《互
联网时代新经济机遇与挑战——成

都资阳经济发展一体化》专题讲座；
下午，与会人员赴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建设现场进行了视察。听取专家
讲座和现场视察后，大家对照我市
成资一体化、临空经济区、美丽怡然
资阳建设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谈体
会、谈打算，表示将进一步深入学习
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定信心、紧贴中心，加强调研、建

言献策，为资阳建设发展作出政协
人应有的贡献。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政协坚持问
题导向，启动开展了贯穿本届政协履
职始终的“四有三能”主题实践活动，
以此作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的抓手和加强新形势下政
协机关建设的有效载体，达到推进政
协机关自身建设和助推发展的“双赢”

效果。作为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内
容，市政协开办了“崇学讲堂”，不定期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作专题讲座，以此
提升政协干部职工的政治素养、履职
能力和人文精神。

驻资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代
表，市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以及各
县（区）政协部分干部等听取讲座并参
加视察活动。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位 于 资 阳 城 东 新 区 的 西 南
（资阳）电商城自 2015 年 11 月落
户以来，备受市民关注，大家期待
着“前后科技”这一电商巨头能够
带动资阳电子商务发展，为资阳
人“买买买”提供便利。近两年过
去了，项目进展如何？目前有哪
些商家签约入驻？什么时候可以
和广大资阳市民见面？记者对此
进行了实地走访。

据西南电商城项目负责人介
绍，西南电商城自 2016 年 3 月线上
线下全面启动以来快速推进，已
完成“左右街”零售平台的搭建；
已签约店铺 2100 余个，录入厂家
650 余家，引进跨境厂商、品牌 430
余个，实现线上交易额 1.1 亿元；已
成功孵化如成都耀邦文化传播公
司资阳分公司、资阳梦享家科技

公司等电子商务公司 32 家，电商
学院已完成 6 期培训，200 余名学
员结业；线下招商率已达 85%，链
接 30 多个国家引入 98 个跨境电商
品牌、60 个国际名品入驻线下体
验中心，其中，太平洋院线、O2O
跨境电商超市、维多利亚秘密、博
布 莱 斯 私 人 订 制 、ZARA、CK、
MK、京东母婴、劲浪、FS 健身、E.
MASCOT 设计师品牌集合店、进
口红酒、重庆老火锅等已签约进
驻。同时，与普洛斯物流、远洋资
本、ICTM、欧直购等达成战略合
作意向。

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工人们正在忙着进行公共部位的装
饰工作，各品牌商铺的店面内部装
修正在紧锣密鼓的全面展开，室外
景观及附属工程已经完成 80%，预
计全部工程将于 2017 年底竣工，
2018年1月1日试营业。

□ 本报记者 王继

“各位老乡，大家好！我是资阳
市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党员，今天把
党的新精神、新理念、新政策讲给大
家听。”11 月 10 日，安岳县卧佛镇飞
凤村，正在地里俯身收红苕的农民杨
四军被村里喇叭中传出的声音吸引
住了。

与此同时，在飞凤村村委会议
室，50 多名村民正齐聚一堂，聆听市
社科联主席黎平作党的十九大精神
现场宣讲。

这是市委宣传部机关组织的“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进贫困村”活动。
宣讲的第一站就来到去年脱贫的飞
凤村。

此次宣讲分为两个会场，一个会
场设在村委会议室，让能够参加现场
宣讲活动的村民在这里听报告，而另

一个会场则是在全村的 13 个村民小
组，通过村上 32 个喇叭，将党的十九
大精神传播到田间地头和足不出户
的村民耳中。

如此安排，源于市委宣传部机关
的细心考虑。“目前正值红苕等作物
收获、油菜等作物栽植的农忙时节，
村会议室空间有限，通过广播喇叭宣
讲就能让更多农民听到、了解党的声
音和好的政策，又不耽误农民耕种。”
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委书记熊宇说，村
里多是留守群体，通过广播宣讲也能
使他们免于奔波辛劳。

“村民们关心哪方面的内容，我
就着重主讲那方面的内容。”黎平表
示。一个小时的宣讲中，他用四川话
将土地政策、振兴乡村战略、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脱贫攻坚等新政策一一
宣讲传达给村民们。

在宣讲过程中没听明白的村民，

还可以通过拨打村支书的电话现场
咨询当天的宣讲人。宣讲刚结束，村
民周英科便打来电话：“黎主席，我是
去年脱贫的贫困户。村里给我发了
鸡苗，我自己也养了几头猪，现在生
活不愁啦。明年我还想承包几亩地
种柑橘，多赚点钱，政府还会继续支
持我们发展产业吗？”

“老乡，你放心。”黎平在电话里向
他解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其中就包括脱贫

不脱政策、支持贫困村产业发展，形成
长效增收机制。“这样我就放心啦！”周
英科乐呵呵地说。

飞凤村作为全市第一批脱贫村，
从 2015 年人均收入 2700 元发展到如
今的年人均收入 8000多元，村里不仅
修了水泥路，还建了健身广场卫生
室。“群众享受到了党的好政策，日子
越过越好，生活越来越有劲头，希望
能有更多关于我们农村、农民的好声
音、好政策。”村民冷定元说。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成渝高铁资阳北站位于雁江区
宝台镇，系成渝铁路客运专线沿途9
个新建旅客车站之一，已于 2015年
12月26日正式投入运营。

以站南环路为界，成渝高铁资
阳北站站前广场分为北广场和南广
场，南北广场的功能定位不同。北
广场作为未来城市交通枢纽中心，
资阳城市形象的门户和窗口，以交
通换乘、旅客集散功能为主，集旅游
咨询、商业服务与文化景观为一体，
是综合型的站前广场；南广场定位
为资阳新的城市会客厅，是集休闲

健身、文化交流、游览观赏、娱乐活
动为一体的综合性、绿色生态城市
公园。

资阳高铁站南广场总体功能
分为下沉广场区、休闲健身区、
中心广场区、台地景观区。项目
自 2015 年 开 工 建 设 以 来 进 展 迅
速，目前广场两层主体工程已经
全部完成，横跨宝台大道的广场
人 行 天 桥 也 已 经 完 工 。 整 个 项
目 目 前 正 在 进 行 最 后 的 绿 化 扫
尾 工 作 ，11 月 底 将 进 行 工 程 验
收。施工方负责人表示，如果一
切进展顺利，南广场有望在 2018
年元旦前开放。

市政协开展第二期“崇学讲堂”讲座及视察活动

提升履职能力助推资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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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32个喇叭宣讲十九大精神

飞凤村民小康路上劲更足

成渝高铁资阳北站
南广场月底验收

元旦前有望开放

西南电商城项目
明年元旦试营业

60个国际名品已入驻

杨洪波在周喜安等陪同下调研饮用水源地环境整治情况。 本报记者王勇 摄

图为成渝高铁资阳北站南广场的下沉广场区，与北广场下沉区域相
连，今后将打造成换乘通道和商业区。

本报讯（记者 范秀萍）11月14日，
副省长杨洪波率队到资阳调研督导沱
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和饮用水源地环
境整治情况。市委书记周喜安陪同
调研。

杨洪波一行来到老鹰水库，察看
水质情况，听取饮用水源地环境整治
推进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汇报。目
前老鹰水库上游简阳市雷家乡、望水
乡所有场镇生活污水全部接入截污管
道并经处理后排入二级保护区，我市
积极协调简阳市全面组织开展面源污
染治理，并推动张家岩水库直接引水
至老鹰水库管道工程、老鹰水库保护
——望水河泄水工程等水质提升工程
尽快实施。杨洪波对我市的做法和取
得的成效表示肯定。他指出，做好饮
用水源保护关键要切断污染源，抓好
场镇污水和农业农村面源污染等污染
源的管控，分类施策、精准治污。规模
养殖场要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废
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重点
流域、重点区域要先行先试，探索实施
面源污染防治工程整体式设计、模块
化建设、一体化运营，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面源污染治理。要注重系统治理，
加强沿线治污，不断提升来水水质，确
保一方百姓饮水安全。

杨洪波还来到城东新区实地调研
沱江（资阳段）水污染防治工作，详细
了解我市整治方案、措施和下一步工
作打算。他指出，资阳在推进沱江（资
阳段）水污染治理过程中，问题找得
准、原因分析清晰、措施很有力，取得
了积极成效。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是
全省水污染防治的头号工程，资阳要
立足长远，树立全域治理的理念，扎实

抓好当前各项工作。要突出抓环保基
础设施建设这一重点，严格落实《四川
省城镇污水处理和城乡垃圾处理基础
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案》要求和标准，
加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运营和管理，用三年时间实现
乡镇以上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不断
提高防污治污能力。要注重用新模式

推进环保设施建设工作，加强全域统
筹规划、统一打包，招引有实力、专业
化的大企业大集团参与建设、运营，推
进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和收集处理一
体化。要抓好阳化河等一级支流水污
染治理、城区黑臭水体整治，确保沱江
干流水质持续改善。在做好水污染防
治的基础上，加强水环境治理、水生态

修复、水域岸线管理等，围绕“柔化、绿
化、美化、文化”思路，恢复河岸线的自
然形态和生态功能，注重融入地方文
化，打造城市绿地、特色公园，既提高
防洪排涝能力，又提升城市品质和人
居环境。

省住建厅副厅长陈勇，市领导周
燕、雷刚等陪同调研。


